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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4                                证券简称：景嘉微                           公告编号：2018-027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70,39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景嘉微 股票代码 30047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 凯 石 焱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路 1 号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路 1 号 

传真 0731-82737002 0731-82737002 

电话 0731-82737008-8003 0731-82737008-8003 

电子信箱 public@jingjiamicro.com public@jingjiamicr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高可靠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涉及图形显控、小型专用化雷达和其他三大领域。图形显

控是公司现有核心业务，也是传统优势业务，小型专用化雷达是公司未来大力发展的业务方向。 

公司在图形显控领域拥有图形显控模块、图形处理芯片、加固显示器、加固存储和加固计算机等五类产品，其中图形显

控模块是公司最为核心的产品。目前我国新研制的绝大多数军用飞机均使用本公司的图形显控模块，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军

用飞机显控系统换代也使用了本公司产品，公司图形显控模块在军用飞机市场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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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较早开始在微波射频和信号处理方面进行技术积累，并以此为基础，成功开发了多种用途雷达核心产品及微波射频

组件等，在小型专用化雷达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未来上述产品定型并形成销售后将进一步促进公司业绩的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06,245,883.16 278,005,821.29 10.16% 239,679,66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829,352.75 105,286,507.51 12.86% 88,954,78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733,793.39 95,779,740.70 11.44% 85,710,936.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18,046.55 46,906,601.53 -54.34% 51,863,660.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7 -6.38%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7 -6.38%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7% 14.30% -1.83% 25.4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160,325,367.05 946,506,832.47 22.59% 547,834,0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7,816,176.54 869,436,324.52 14.77% 393,939,524.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369,356.50 120,719,649.43 76,600,135.03 59,556,74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55,101.37 42,650,146.74 38,207,218.73 24,916,88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25,916.43 42,626,438.75 37,545,559.55 13,335,87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94,547.07 -2,152,675.28 20,012,922.09 31,652,346.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06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43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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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喻丽丽 境内自然人 39.99% 108,130,000 108,130,000 质押 35,000,000 

曾万辉 境内自然人 6.75% 18,244,000 18,244,000 质押 12,225,000 

饶先宏 境内自然人 6.18% 16,700,000 16,700,000 质押 3,705,000 

胡亚华 境内自然人 6.18% 16,700,000 16,700,000 质押 3,380,000 

乌鲁木齐景嘉

合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0% 10,000,000 10,000,000   

刘亚杰 境内自然人 2.78% 7,514,000 7,514,000   

曹建明 境内自然人 1.24% 3,340,000 3,340,000 质押 1,874,000 

余圣发 境内自然人 1.24% 3,340,000 3,340,000 质押 1,284,000 

陈宝民 境内自然人 1.24% 3,340,000 3,340,000 质押 2,267,400 

谢成鸿 境内自然人 1.24% 3,340,000 3,340,000 质押 3,340,000 

陈怒兴 境内自然人 1.11% 3,006,000 3,006,000  1,000,000 

路军 境内自然人 1.11% 3,006,000 3,006,000 质押 1,98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

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1,834,528 0   

陈菊莲 境内自然人 0.62% 1,670,000 1,670,000   

田立松 境内自然人 0.62% 1,670,000 1,670,000 质押 780,000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中航军

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1,071,52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喻丽丽和曾万辉为夫妻关系，喻丽丽为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普通合伙人，曾万辉、饶先宏、胡亚华为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有限合伙人，喻丽丽、曾万辉、饶先宏、胡亚华、乌鲁木齐景嘉合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为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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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根据国家“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全社会的研发及生产力量，发挥市场经济分工协作的比较优势

保障国防建设。在此背景下，公司抓紧这个机遇，制定了公司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2017年，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

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工作，进一步落实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强化生产产能的提高，继续大力投入技术研发。2017年实现营业收

入30,624.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6%，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增加。公司实现净利润11,882.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86%。此外，为保障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5.76%。2017年公司重点开

展了以下工作： 

（1）落实IPO募投项目，加快科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投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科研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基本完工，2018年计划积极推进公司设备的购买，

为将来公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资基础。 

（2）加大研发投入，升级产品形态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专注以JM5400为架构基础的产品运用，与核心客户的深度合作不断加强，提升了公司在图形显控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围绕核心产品和市场需求，针对图像处理技术、精密伺服控制技术、射频微波技术、通信处理技术

等开展预先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报告期内，研发经费同比增长15.76%；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共申请92项专

利（78项国家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50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已授权，登记了50项软件著作权。 

在系统级产品领域，公司在巩固原有板块、模块业务的基础上，对产品和技术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形成系统级产品。其

中无线图像传输数据链系统，通过无线信号传输实时视频图像和其他数据信息，可用于飞行器、舰船、地面车辆或单兵之间

共享视频和数据，可实现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的实时操控。反无人机防御系统，通过雷达、光电等多种探测手段协同应

用，多元传感器融合技术，完成对目标的自动搜索、跟踪、识别和锁定，采用通信干扰、导航干扰等“软杀伤”技术，拦截和

瘫痪非法目标，彻底消除威胁。公司综合各学科的能力和经验，通过不断提升探索系统级产品的研制能力，满足客户多样性

的需求，增强公司的长期竞争力。 

在民用产品领域，公司继续探索在芯片层次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在音频芯片、短距离通信芯片、TYPE C芯片等领域

开展产品开发及推广服务，占领一定市场份额。 

（3）顺应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公司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需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主动对公司业务板块、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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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建立了事业部、产品线、产品平台，其中成立存储事业部、加固机事业部，并设立了GPU产品线、通信产品线、雷达

产品线、消费芯片产品线。依托公司研发共性支撑、大供应链、业务支撑、市场销售及区域组织等共性大平台运作，积极适

应外部的变化，通过组织架构调整，主动引导公司产品升级，促进公司战略升级。 

（4）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加强公司竞争力 

公司一直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人才理念，重视人才建设，为不断加强公司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最终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公司的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等101名激励对象授予339.60万股限制性股票。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强团队的竞争

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5）优化公司治理，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全面提升管理水平：①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积极培养现有人才队伍的基础上，以

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综合待遇引进高素质人才，为公司补充新鲜血液和后备力量，满足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对人才的需求；

②全面贯彻实施精细化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和目标责任管理工作，加强部门间协作，提升公司总体执行能力；③加强企业管

理信息化建设，通过启动OA系统等，全面加强信息化的融合，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图形显控领域产

品 
227,772,392.75 52,124,695.84 77.12% 9.25% 1.21% 1.21% 

小型专业化雷达 47,522,273.56 6,828,622.38 85.63% -7.90% 0.76% 0.7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

月1日起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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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

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政策对本公司报表项

目没有影响。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将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 调增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及其他收益

金额8,447,805.26元，调增合并营业利润

8,447,805.26元；调增2017年度母公司利润

表其他收益金额5,144,149.84元，调增母公

司营业利润5,144,149.84元。 

 

（2）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营业外收入 调减上年营业外收入3,072.00元，调增

上年资产处置收益3,072.00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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